
“百川作为国家级创业载体，坚持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先后推出租期

延长、生产加工、金融对接、销路拓展、

云招聘等帮扶政策。”唐山百川智能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百川

不仅为双创主体提供房租优惠减免、

金融帮扶等政策服务，还积极推进产

业集群协同复工复产，截至 5 月底，载

体内创业企业复工率 100%，政策享受

率 100%。

这只是河北省双创孵化载体推动

创业企业复工复产的一个典型代表。

疫情期间，河北省科技厅出台支持创

新创业、扶持孵化器和科技型企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创业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为“六稳六保”输出发展

新动能。目前，河北省 900 多家科技

孵化载体已全部复工复产。

减租免租惠企助企

“获得感实实在在”，是疫情期间

不少在河北省创新创业的市场主体的

切身感受。

中小微企业是支撑就业的主体，

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就业。河北省通过

政策兜底，引导孵化载体对在孵企业和

创业团队适当减免办公承租、实验、科

研和生产用房的租金，降低创业孵化成

本，让各类双创主体轻装上阵。

河北省科技厅研究制定《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工作

的若干举措》，明确支持科技企业孵化

器减免在孵企业租金、放宽项目执行

验收期限、开展网上审批业务办理等

服务一线科研人员技术攻关和科技企

业复产复工的 15条措施。

同时，河北省各地鼓励和引导各

级孵化载体、科技园区积极落实对中

小企业减免税收、房租的政策。比如，

廊坊市科技局所属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为入孵企业减免租金 34 万

元；石家庄高新区所属国家级孵化器

石家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房租减

免政策惠及园区 229 家企业，减免金

额达 345.59万元等。

金融是“活水源泉”。河北省搭建

银企对接平台，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

式，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企业

融资“解渴”。

为纾解中小微企业资金短缺困

难，河北省充分发挥河北省金融服务

平台、河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作用，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撮合服

务。比如秦皇岛市切实压降利率费率

水平，下调原有贷款利率，确保 2020
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 2019 年

同期融资成本。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

源。近年来，河北省加强创新主体培

育，发展多元创业主体，抓实抓细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为持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

体规模，河北省科技厅建立量身定

制、精准帮扶培育机制，增强河北省

高质量科技供给。开展创新平台政

策解读和培育服务工作，聚合科技服

务资源，指导帮助符合条件的创新服

务平台加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等载体，大力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

精特新”企业。充分利用河北科技企

业孵化育成平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网、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认定管理系统等信息服务系统，为企

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促进科技型企

业发展。

为激发创业热情，促进双创带动

就业，河北省科技厅积极做好创业就

业帮扶工作。整合双创资源，优化管

理服务，为大学生、退役军人、妇女等

创业就业提供开办企业、技术咨询、

业务辅导等更多便利支持。同时，加

强创新创业培训辅导服务，利用“高

企直通车”“创业导师河北行”等品牌

活动，面向企业开展针对性、专业化

的双创培训。此外，加强孵化载体从

业人员、创业指导师和各类创业人员

培训，建立完善线上双创培训服务模

式，为创业者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培训服务。

精准服务为企业赋能

助力企业战“疫”，赋能企业发展，

精准服务不能缺席。疫情发生以来，河

北省各地实施一系列针对性服务，深入

企业一线，“一站式”帮助企业解决难

题，支持创业企业发展，确保孵化服务

不断档。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建立复工

复产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科技特派员服

务创新创业，分组分工深入一线，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比如，石家庄高新区推

出科技服务特派员和金融服务特派员

制度，聚焦企业复工复产及发展过程中

的资金难题，以“科技＋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力。

同时，在河北省科技厅指导下，河

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组建科技服务

专家志愿团，共招募各类科技志愿者

130 多人，开展网格化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 5月底，通过河北科技企业孵化育

成平台，开展有关项目政策解读、企业

管理、疫情防控、税收等 20场线上授课

和在线答疑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省科技厅围绕

河北省委、省政府开展“三创四建”活动

部署，制定《开展“三创四建”活动大力提

升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工作方案》，成立

“三创四建”活动推进领导小组，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服务企业

发展等工作紧密融入“三创四建”活动，

支持创新主体全面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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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戈清平） 日前

从咸阳高新区管委会获悉，咸阳高新

区筑梦·创享空间二期已投入使用。

据悉，近年来，咸阳高新区大力实

施创新发展战略，依托大西安丰富的

科教资源，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于2017
年创建国家级众创空间——筑梦·创

享空间。筑梦·创享空间总面积6000
平方米，一期3000平方米，累计入孵团

队52家，孵化中科启航、瑞悟科技、金

泽柏瑞、瑞升福诺医疗等4户企业，年

产值约1.5亿元，带动就业200余人。

今年以来，咸阳高新区继续加大

双创工作力度，建成投用筑梦·创享

空间二期项目 3000 平方米。同时，

不断拓宽引进渠道，进校园、进院所

吸纳人才入孵。目前，筑梦·创享空

间二期引进创业团队 17 家，全部为

电子信息产业类孵化项目，将会增强

咸阳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后劲。

据介绍，咸阳高新区筑梦·创享

空间不仅配套齐全，拥有独立办公室

50 余间，可提供办公工位 700 余个，

设有路演区、会议室、洽谈室、健身

房、冥想室等功能区域，而且在政策上

给予大力支持，比如，提供空间房租、

水电费用补贴；优先支持申请国家、

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补助（市级

10万元、省级 50万元、国家级 500万

元）；对承接高校、科研院所重大科技

成果并转化成功的企业，可给予最高

1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补助等。

下一步，咸阳高新区将充分发挥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及资源

优势，进一步提升运营理念，加快体

制机制创新，优化双创服务，为科技

型企业提供更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

更多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6月20日，济宁高新

区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

聘会。此次招聘会专门

服务退役士兵群体，搭建

就业平台、打通就业渠

道，设置创业服务区，为

退役军人及其他有创业

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最

贴心的创业就业服务。

常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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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为更

好地服务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

展，6 月 15-18 日，中关村创业会客

厅初创企业专家咨询线上活动举

办。该活动围绕“你创业我服务”主

题，结合初创企业的特点和阶段发

展需求，联合股权、知识产权等领域

专家，为企业提供精准、贴心、高效

的服务体验。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形式。中关

村创业会客厅通过线上征集初创

企业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后，根据

多年服务初创企业的经验和对初创企

业特点的了解，逐一匹配专业服务机

构和专家，安排双方线上咨询。

据悉，中关村创业会客厅邀请

知产、股权等领域4位专家为企业提

供精准问题诊断和咨询建议，受到

参加活动的创业者和初创企业的

“追捧”。针对中关村创业大街集群

注册平台的两支科技型创业团队关

注开办企业、企业股权架构设计、研

发成果和专利转化运营等问题，股

权和知产专家在充分了解项目团队

当前运营情况后，帮助该团队梳理

规划未来发展，并给出专业建议和

初步方案，真正做到为创业者免费

提供精准服务。

据了解，中关村创业会客厅成

立于 2015 年，是全国首个一站式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目前已聚集100余

家创业服务机构，为创业者提供

1.8 万余次创业咨询和对接服务。

2019 年，创业会客厅推出创新企业

加速翼计划，旨在为科技型创业企

业提供从 0-1、从 1-100的全要素加

速服务；2020 年创业会客厅持续升

级，更加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的实际

问题，联合服务机构推出“翼”沙龙、

“翼”服务等服务，旨在为创业企业

提供集成、精准、高效的企业加速服

务。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推进会在榆林高新区举行。推

进会上，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

安高新区创业园与榆林高新区签订在

西安设立异地孵化器框架合作协议。

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聚集全国各

类产业、人才、技术等诸多优势资源，西

安高新区是西安创新活力最聚集的区

域之一。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作为推动

西安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发展的源动

力，27年来在双创空间拓展、高端人才

引进、企业梯度培育、投融资要素聚集、

双创氛围营造等维度上持续探索，已经

形成全平台、全要素、全生态的 360 度

全维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近年来，西安

高新区创业园通过对西安高新区起步

区进行升级改造，昔日的废旧厂房摇身

变成国际化视野、智慧化生活、时尚化

消费共同融合的创新创业街区——嘉

会坊。嘉会坊不仅是西北地区的创新

创业高地，更是“西安城市新名片”“潮

流新地标”和城市有机更新、月光经济

的典范。

此次通过在西安高新区设立榆林

高新区异地孵化器，将促进两地在人

才、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全方位合

作，推动嘉会坊双创生态模式的示范化

试点，打造陕西省双创服务领域可复制

化的示范众创空间，形成两地间资源互

补、紧密合作的良好局面。同时，加强

两地在资源、产业、企业方面的交流合

作力度，实现互利共赢，并形成可推广、

可复制的陕西异地孵化创新模式，服务

于陕西更多高新产业园区，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榆林高新区异地孵化器的设立不

仅是西安高新区优质双创服务模式的

印证，更是西安高新区今后双创孵化工

作的一个极大延伸，嘉会坊生态双创模

式的推广将会助力更多地方双创事业

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榆林高新区异

地孵化器的建设地点位于西安高新区

创业园的另一家双创载体创途秦智汇

内。

创途秦智汇是西安高新区创业园

在深耕双创的探索与实践中所打造的，

一家以 5G 技术、5G+应用融合创新为

核心产业发展方向的众创空间，由陕西

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和西安高新区创

业园发展中心联合共建，目前开放面积

2500平方米，空间配套设施完善，办公

工位、独立办公室、会议室、路演大厅等

一应俱全。其沿袭西安高新区创业园

“至诚服务，创造一流”的服务宗旨，为

创业者提供孵化资源、人才引进、资金

对接等一系列创业矩阵服务。 张璐

本报讯 日前，南宁市市场监管

局高新分局携手广西咕咕狗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广西博士海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在位于南宁高新区的

南宁综合保税区对入区企业举办商

标与专利培训会。

此次培训特邀国际注册商标专

家蔡莹蕾、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齐强军为企业详细讲解相关知识。

会上，蔡莹蕾围绕国际商标概述、重

点国家商标申请及国际商标管理维

权、注册商标的流程与注意事项、商

标注册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等方面进行讲解，传授了申请商标注

册、商标保护和避免经营商标侵权商

品等相关法律知识，帮助企业增强涉

外商标保护能力，降低国际贸易风险

指数。齐强军就建立适应高质量发

展需要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等内容

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推动南宁综

合保税区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由多变

优、由大到强的转变有很大帮助。与

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学习，获益良多，深切地意识到商标

注册的重要性和申请专利的意义。

下一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高新

分局将继续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扎实开展知识产权规划发展、商标、

专利保护等方面监管与服务，鼓励企

业积极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强化企

业重视研发培育价值专利意识，全面

提高南宁高新区商标注册及专利申

请数量。同时，严格行政执法与智慧

服务齐头并进，最大限度激发创新主

体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能力的提升，提高园区企业竞

争力与市场价值，为园区企业高质量

发展“加把火”。 何正君 谢思思

中关村创业会客厅初创企业
专家咨询线上活动举行

南宁高新区为入区企业
举办商标与专利培训会

咸阳高新区筑梦·创享空间
二期投入使用

异地孵化器促发展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再添新伙伴

河北双创载体多渠道促创业就业

服务退役军人
助推创业就业


